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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旋钮

星型卸力

液晶显示屏

ON/OFF按钮

手把握把

Quick Launch

出线口

手把

出线开关

关于液晶显示屏

◎现在水深
显示水深的画面，标显示从水面开始计算的水深。
※水深是以10cm为单位的。
（100m以上时 会变为下图1m为単位的状态。）

※收线学习方法请参考第4~21页的内容。

※其他操作方法，请参考以下页数。

　■归零设定 ⋯⋯⋯⋯⋯⋯ 22页
　■高切补正 ⋯⋯⋯⋯⋯⋯ 23页
　■LED背光设定     ⋯ ⋯ ⋯ ⋯ 25页

关于自动节电功能
电源ON时、约60分以上无任何操作的话、将会进行
节电操作，自动将电源切换为OFF状态。

■各部件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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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1-200
1.5-140
2-100

1.5-200
2-150
3-100

容线量
PE
(号-ｍ)

2-110
3-80

3-140
4-100

容线量
尼龙
(号-ｍ)

190

重量
(g)

190

70

最大收线长
    (cm/手把
转1圈)

70

51

手把长度
(mm)

51

32/22

线杯规格
(径mm/
幅mm)

32/22

3/ 1

培林数
(S A-RB/
罗拉)

3/ 1

4.5

最大卸力
(kg)

4.5

7.0

齿轮比

7.0

200HG
201HG

型号

300HG
301HG

●注意事项：

■在使用1号PE线等细线时，如果过度收线、收线偏差、炸
线等问题发生时，可能会在线杯和框架之间卡线，请务必
注意。

■下卷收线请根据如下数据进行收线，但数值仅供参考。

　200HG  ⋯ PE1号-100m、PE1.5号-100m

　300HG/PG  ⋯ PE1 .5号-100m、PE2号-100m

●标准付属品：使用说明书、分解图、专用扳手、通线用别针

●梦物可装卸部件

BH-1

手把 手把握把

A

※搭载卸力作用时就会发出声音的构造，按住线杯转动手把也能够发出声音。

1.5-200
2-150
3-100

3-140
4-100

200 58 5132/2 3/ 15.05.8
300PG
301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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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线学习方法

在首次上线或卷线时、请务必执行以下操作。

这个渔轮可以通过线杯回转后记忆出线并让液晶电子显示器能够显示对应水深，操作时请务必遵从以下顺序。

（让渔轮记录使用渔线的长度。）

■从出线口将线穿过
可使用附带的别针、如右图操作将渔线穿过出线口。

■线杯的收线卡线方法（卷线时）
１．渔线在线杯打结并在上方贴上胶带，确保将渔线贴牢。

（请用手指用力按住。）
２．当确认贴纸贴着后开始卷线。

（最初请慢慢卷线。）
３．PE线尤其容易打滑、需要比无延展性的尼龙线更强的力量卷线。

■线杯卷线时的注意点
在卷PE线时，请务必固定线杯并防止打滑后在开始卷线。如果直接卷
线可能造成空转，并且线越不易卷好。

●收线的方法
选择收线学习模式、并根据顺序进行操作。
请参照第４页右侧。

１．将卸力调整到最大。
２．组合鱼竿渔轮。
３．从鱼竿手把节导环过线后在线杯打结。
４．使用铅笔或其他轴，穿过整盘渔线。
５．由另外一人手持轴，施加适当的张力后开始转动渔轮手把卷线。
请参考图（a）操作，并且避免变成图（b）的样子。

●推荐容线量
推荐卷线到线杯外径起1mm的位置。

■收线学习模式选择方法
将线穿过出线口并固定在线杯上，之后根据下图按下按钮
可进行ON/OFF的切换及进入收线学习模式。

外径起1mm
线杯外径

到这个位置

■按一下
打开电源。
之后显示水深数值后，长按按钮可进行以
下操作。

■之后继续长按3秒
进入收线学习模式。初期显示为［E1］，
请参照第5页的内容，并通过按钮选择学习
模式

■再次长按3秒
进入LED背光设定模式。
屏幕上会显示[LED] 字样。
详细内容请参照第25页。

■长按3秒
水深显示数值归零。

■再长按3秒
关闭电源。（显示数值会消失。）

1. 2.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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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收线学习模式
收线学习模式通过按ON/OFF按钮、由E1 → E2 → L1 → L2 → P1的顺序切换画面，
请参照下表，选择需要的收线学习模式。

＊P1模式拥有在钓鱼时[实际出线距离]和[显示器显示水深]产生误差时能够进行修正的补
正功能。修正方法请参照第20页。

＊P1模式时按下按钮会返回显示水深的画面。
＊渔线高切状态下的补正方法请参考第23页。

至此开始之后卷线的距离正确
的情况下

非下卷线的情况

E1 ⋯ 请看第6页

下卷线的情况

E2 ⋯ 请看第 8页

L1 ⋯ 请看第12页 L2 ⋯ 请看第16页至此开始之后卷线的距离不正
确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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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9秒以上

「非下巻收线」和知道「知道收线长度是正确时」
的学习方法学習方法(E1)

确认电源为打开状态
如液晶画面未亮时请通过按ON/OFF按钮
打开显示器。

亮
① 长按ON／OFF按钮9秒以上，

当经过6秒后显示内容消失、
也要继续按下去。
当显示[E1]时可松开按钮。

② 转动手把进行收线。
转动收线开始时发出"哔哔"的
声音,请继续转动。

③

※显示器数字如上图根据线杯转动数来
显示了渔线出线情况，实钓时同样根
据这个数字判断渔线的出线量。

←根据线杯回
转次数变化

哔哔

※当电池电量少的时候，显示器会显示
「Er.1」，请更换新的电池。

■收线学习方法 E1（渔轮能够记忆使用渔线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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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3秒以上

哔哔

收线结束后按住按钮3秒以上④ 实际卷线的量和显示器显示的数值相同之
前，请一直按下按钮操作调整。当出现量
和数值相同时请长案3秒以上。

※初期设定是50m。
　（图上为从50m调整至200m的情况。）
※按下按钮后以10m为单位上升至400，
当超过400之后会变回50。

⑤ 返回水深数值会面、学习结束
（显示器数值和实际出线长度
最大可能会有±3%的误差。）

⑥

※当收线学习显示内容不正确时，会
显示[Er.2]，这时请再次学习收线。

※图上显示器内的数值仅为说明用，并非实际收线时会出现同样的数字。

哔哔

按3秒以上

注意 ：收线结束后注意不要
让线杯转动。
不然可能造成显示水深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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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秒以上

按一下

[正确了解收线长度]的学习方法（E2）

←根据线杯回转
     数变化

哔哔

确认电源打开。
液晶屏没有画面时请按ON/OFF
按钮打开电源。

①
。

②

※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会显示、「Er.1」
     这时请更换新的电池。　 换

请通过手把收线，收线开始后
会发出[哔哔]的声响，请继续
收线

③

※

■收线学习方法 E2（可让渔轮记忆使用渔线长度。）

按住按钮9秒以上。
6秒后会屏幕数字会先消失，请继续按住。
当屏幕显示[E1]后放开按钮。
之后再按一次按钮会显示[E2]。

显示器数字根据线杯回转数变化。
实际钓鱼时请按照一定比例张力
收线（约8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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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以上 3秒以上

哔哔

※图上显示器内的数值仅为说明用，并非实际收线时会出现同样的数字。

④

哔哔

上卷线出线10m后，按下ON/OFF
按钮3秒以上。

⑥下卷线和上卷线打结后请收线10m。
※根据线杯回转数显示数字也会变化

⑤

打结

下一页继续

注意 ：收线结束后注意不要
让线杯转动。
不然可能造成显示水深误差。

收线结束后按住按钮3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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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以上

←根据线杯
回转数改变

哔哔

将剩余上卷线全部回收完毕。⑦ 收线结束后按住ON/OFF按钮
3秒以上。

⑧ 请反复按钮操作直到显示器
数字和实际收线量相同为止。
当数值相同之后按下按钮3秒
以上。
※初期设定是50m。
（图上演示50m变为200m。）
※按下按钮后数值会以10m为
单位变化，最大显示400，当
超过400时，数值会变回50。

请将[上卷线10m的量]减去
[剩余上卷线的量]后的数值
输入进去

⑨

3秒以上

哔哔

注意 ：当收线结束后，请不要让
线杯继续转动，不然可能会使水
深显示数值产生误差。

■收线学习方法（让渔轮记住使用渔线的长度。）E2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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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显示水深的画面、学习
结束。
（显示器数值和实际出线长
度可能会有±3%的误差。）

⑩

※收线学习错误时会显示[Er.2]，请
重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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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秒以上

[当不知道渔线长度时]的收线学习方法

请确认电源打开，如果液晶显示
器没有亮的话，请按住ON/OFF
按钮打开电源。

① ②

哔哔

※如果电量不足的话，显示器会显示
[Er.1]，请更换新的电池。

请转动手把收线，开始收线后会
发出[哔哔]的声音，请继续收线。

③

※显示器数字根据线杯回转数改变。
实际钓鱼时请保持同样张力（约800g）
进行收线。

←显示数字根
据线杯回转次
数变化按两下

■收线学习方法 L1（让渔轮记录使用渔线的长度。）

按住ON/OFF按钮9秒以上。经过6秒后
显示内容会消失，但是请继续按住，当
显示内容出线[E1]后，放开按钮。
接下来按两下按钮，显示内容变为[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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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以上

哔哔

收线结束后按住ON/OFF按
钮3秒以上。

④

放出10m长度的线

请准确放线10m长度。
※显示数字会根据线杯回转数进行变化。

⑤ 学习结束后按住ON/OFF
按钮3秒以上。

⑥

3秒以上

哔哔

※收线学习不正确时，会显示[Er.2]，
这时请重新学习。

注意 ：当收线结束后，请不要让
线杯继续转动,不然可能会使水深
显示数值产生误差。

下一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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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显示水深画面后、学习结束。
（显示器数值和出线长度可能会
产生最大±3%的误差。）

⑦ 回收之前放出的10m长度渔线⑧

收线10m

■收线学习方法（让渔轮记住渔线使用长度的。）L1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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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秒以上

按三次

[当不知道渔线长度时]的收线学习方法

←根据线杯
回转数变化

哔哔

① ② ③

■收线学习方法 L2（让渔轮记录渔线的长度。）

请通过手把收线，收线开始后
会发出[哔哔]的声响，请继续
收线

显示器数字根据线杯回转数变化。
实际钓鱼时请按照一定比例张力
收线（约800g）

按住按钮9秒以上。
6秒后会屏幕数字会先消失，请继续按住。
当屏幕显示[E1]后放开按钮。
之后再按三次按钮会显示[E2]。

※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会显示、「Er.1」
     这时请更换新的电池。

确认电源打开。
液晶屏没有画面时请按ON/OFF
按钮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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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以上 3秒以上

哔哔

下卷线收线结束后按住
ON/OFF按钮3秒以上。

④

注意 ：当收线结束后，请不要
让线杯继续转动,不然可能会使
水深显示数值产生误差。

哔哔

上卷线10m长度收线结束后
按住ON/OFF按钮3秒以上。

⑥⑤

将上卷线打结

下一页继续

请准确收线10m长度。
※显示数字会根据线杯回转数进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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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以上

哔哔
←显示数字
根据线杯回
转次数变化

请回收剩余上卷线。⑦ ⑧

注意 ：当收线结束后，请不要
让线杯继续转动,不然可能会使
水深显示数值产生误差。

放出10m长度的线

⑨

■收线学习方法（让渔轮记录使用渔线的长度。）L2 后续

请准确放线10m长度。
※显示数字会根据线杯回转数进行变化。

收线结束后按住ON/OFF按
钮3秒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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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以上

※收线学习不正确时，会显示[Er.2]，
这时请重新学习。

⑩

哔哔

学习结束后按住ON/OFF按
钮3秒以上。

返回显示水深的画面、学习
结束。
（显示器数值和实际出线长
度可能会有

请回收放出的10m线

±3%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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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秒以上

钓鱼时发生[实际出线长度]和[显示器水深]有
误差时的修正方法（P1）

确认电源打开，当画面没有
亮的时候按下ON/OFF按钮。

①
。

②

※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会显示「Er.1」
这时请更换新的电池。

③

哔哔

按4次

←数值根据线
杯转动次数变
化

＊切线时的修正方法请参考第21页

■收线学习方法 P1（修正学习）

按住按钮9秒以上。
6秒后会屏幕数字会先消失，请继续按住。
当屏幕显示[E1]后放开按钮。
之后再按四次按钮会显示[P1]。

请通过手把收线10m的长度，
收线开始后会发出[哔哔]的声
响，请继续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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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以上

哔哔

出线10m之后按住ON/OFF
按钮3秒以上。

④ 返回水深数值页面、学习结束
（显示器数值和实际出线长度
最大可能会有±3%的误差。）

⑤

⑥
关于修正学习[P1]的几个注意点：
1、修正学习[P1]无法用于收线学习，需要记录收线的话请使用E1、E2、L1、L2之中的任意模式。
       在去钓鱼之前、需要修正显示器数值误差时，可使用修正学习模式[P1]。
2、请务必等数值显示到[0.0]且线全部收好后才进行渔线修正学习。
       如果未进行收线直接进行渔线修正学习的话，显示的水深可能发生误差。
3、说明书中显示器内的数值仅提供参考，并非实际钓鱼时会显示同样的数值。

将之前放出的10m线回收。

※当收线学习显示内容不正确时，会
显示[Er.2]，这时请再次学习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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哔哔

3秒以上

②①

注意！

钓组和水面契合后
按下ON/OFF按钮
3秒以上。

钓组和水面契合后
按下ON/OFF按钮
3秒以上。

在发出“哔哔”提示音后放开
按钮，数值会变为上图的数字，
这样归零设置就完成了。

过多收线的状态进行归零操
作可能会造成显示水深不正
确，请尽量避免。

钓组在水面时的位置记录为0M。

想要钓到更多的鱼，最重要的就是锁定钓层。
而这由归零设定来决定。
归零设定就是把钓组在水面时的位置记录为0M。
根据归零设定就能显示钓组所在的水深，
进而锁定正确的钓层。

※水深显示10.1m以上进行归零设定，将会进行高切修正，
关于高切修正的方法请参考第21页的内容。

为了找到正确的钓层。

■归零设定（去钓鱼之前必要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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哔哔

3秒以上

②①让钓组和水面契合后
按下ON/OFF按钮3秒
以上。

切线时可以通过简单操作修正。

切线时线杯残留的线会显示器显示数值产生误差，
这时需要通过以下操作将显示器数值修正。
另外在高切修正时，显示器上的数值必须在10.1m以上并进行归零操作。

■切线修正方法

过多收线的状态进行归零操
作可能会造成显示水深不正
确，请尽量避免。

注意！注意！

在发出“哔哔”提示音后放开
按钮，数值会变为上图的数字，
这样归零设置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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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在电池电量不足的状态下继续使用可能会无法发出提示音，
为了防止收线过头影响竿梢，在每次钓鱼之前请确认电池残量。
（推荐准备好备用电池。）

■船沿停止提示音

※初次使用船沿自动停止功能时，会在6m的位置启动。第二次开始后，
系统会自动记忆上次鱼竿停止5秒以上的位置。
（这个功能会在1m-6m的范围内启动，水深显示不满1m时，会被系统判定为1m）。

船沿停止位置自动设定并发出提示音让钓友知晓。

在记录的船沿位置到达前4m位置和2m位置分别会发出[哔]的提示音.1

第三次在发出[哔哔]的提示音之后会停止收线，请竖起鱼竿并回收钓组。2

哔 哔 哔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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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LED背光设定模式。
当显示  后放开按钮。 

3秒以上

按一下按一下

LED背光有4种模式可以选择

　　　:  亮灯5秒(按下按钮后)

　　　：线杯转动时亮灯

　　　： 常亮

　　　： 关闭背光模式

②通过下列操作进入背光设定模式。① [背光灯打开时]
当画面显示 或者    或者
             时，按住ON/OFF按钮3秒以上。

[背光灯关闭时]
当画面显示 时，
长按按钮3秒以上。

③

按一下按一下

哔哔

■按一下
打开电源。
之后显示水深画面后进行以下操作。

■长按3秒
水深数值归零。

■再长按3秒

■再长按3秒
关闭电源。（显示内容消失）

■ LED背光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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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更换方法

电池更换的时间点1
当显示屏内容无法清晰分辨或者提示音变小的话，就说明
已经到了需要更换电池的时候。另外在收线学习时或者在
LED背光设定模式时显示             的话，表示电池容量低。请
更换CR2032纽扣电池。   

※CR2032电池请去钓具店或电器店购买。
※电池寿命通常为3年。
    但是当LED背光设定为[常時点灯]时，大概可以使用3次，每次8小时。

电池更换方法2
1. 握住渔轮并使用硬币打开侧盖。
2. 将旧电池取出。
3. 放入新的电池。
4. 安装侧盖并旋紧。
（侧盖含防水部件，请确保安装后再旋紧盖子）

5. 

●请避免在高温场所更换。
●请不要长时间打开电池盖。
●请不要弄错电池的正负极。

●换好电池的话会如图下显示。

更换时的注意点

打开电源，确认是否正确更换了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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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

本产品是精密部件组成，请遵守注意事项使用，另外在钓鱼后
也要注意保护。

●各部分易沾上垃圾或沙石、请用清水冲洗后用软布擦拭干净
    后放在阴凉处干燥。
    请绝对不要使用挥发油、稀释剂等挥发溶剂。

●请不要渔轮和手把侧拆开。

●请不要在卸力位置添加油脂润滑油可能会造成卸力性能下降，
    另外也注意不要让水进去。

●请不要长时间在高温、高湿状态保存产品，可能会造成产品变
形或质量下降。长时间保存的时候请保存在阴凉通风的位置。

●请不要将渔轮放入水中，特别是计数
    器部件放入水中。

注意事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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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底时请不要暴力拉线或撤鱼竿，尽可能不要残留渔线
    在现场。

●请小心使用渔轮，尤其是在移动、保管时，注意不要和保
     存在收纳箱中其他物品磨蹭造成破损。

●渔轮按下按钮会造成电池耗电，保管时请当心不要触碰
    到按钮。

●佩带太阳镜可能会不容易看清显示屏的内容。

●电源关闭时或没有电的情况下出线可能无法使用渔线学习
    系统。

●为了保证防水性请不要轻易打开电池处的盖子，另外如需
    更换电池，请在更换后保证确实关闭。

使用注意2
本产品渔轮可以进行简单的去污清洗保养。

1 . 首先缩紧卸力。

2 . 放出水的同时清洗线杯。

3 . 在线杯冲水的同时按下出线开关、
放出2-3m长度的线。参考右图，
将线杯及主轴的盐分清洗干净。

4 . 放在阴凉处晾干。

5. 保存时调松卸力。

这仅为简单保养，如果发现转动时不顺畅或异响，建议
送专柜店进行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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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品的售后

渔轮机构的说明很难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

当对产品说明书有疑问的时候请联系我们。

●如果用售后服务卡维修的话，请务必写上相关信息。
送来修理的时候，请将服务卡，产品，和线一起带去专柜店

这时候，请务必将想要修理的地方，故障内容（例如/停止器不运作）告诉店铺。
如果附近没有Shimano专柜店的话，请咨询我们。
修理商品时，除了部件费用，还有人工费等，请知晓。
因为商品的故障所产生的其他损失，遗失，额外支出我方概不负责。

●客户需要自行修理的话（不建议），部件和替换线杯请参考分解图，请先确认产品，
商品编码或产品编码，部件号码，部件名，再向专柜店进行订购。
（关于内部的部件，因为比较复杂，建议将整个渔轮一起带去店铺）

●本产品的维修用功能性零件的供应期限为停产5年内。
功能性零件是指维持产品性能所必需的零件。
超过提供修理的期限时，可能会拒绝修理委托。

●商品编码/制品编码的位置

使用说明书，分解图，包装的底部或者侧面处，会标识商品编码。
产品的话会以商品编码进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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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可能发生故障时请参照

例子

屏幕全黑或者出现全部都是文字

显示屏没有显示

无法完成收线学习

放出线但数字没有变化

显示水深误差很大

显示屏操作无内容

在高温状态下可能会产生该状况，请将渔轮放在正常温度的位置

ON／OFF 按钮或者按下＋－的按钮确认

收线长度未满足收线学习所需的长度，请之后再度学习并至少预留有50m以上长度的渔线进行操作

请再次进行收线学习并确认

打开电源时要至少2秒才显示数字 正常情况，并非故障

显示水深和渔线实际长度不同 根据线的种类不同，实际使用中可能会有少许误差

电池电量耗尽或者在低温（零下5度甚至更冷）时会影响电池的性能导致无法使用。

船沿停止位置不同 可能是渔线张力的不同造成，请在水面位置采取归零操作

参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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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顺利出行垂钓，请在出门前务必确认渔轮电量是否充足，当确认完毕后仍有问题请联系专柜店。

●下图的情况

电池已经没电，请更换新的电池。 显示收线学习错误，请重新进行收线学习

请再次进行收线学习并确认



使用渔轮前请务必注意以下内容

注 意
●请不要将手指靠近出线口，手指可能会被夹到受伤。

●请注意手把和机身间间隙，手指可能会被夹到受伤。

●手把有逆转功能时请注意不要被夹到。

●在出线时请注意手指不要被渔线伤到。

●表面涂装如有脱落，请注意脱落部较为锐利，不要
    被伤到。

●请不要触碰转动中的线杯，可能会受伤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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